
民主黨乞英庇「獨」政界斥賣港

「獨莊」鬼打鬼《學苑》兩副總辭職

又有大專生宣「獨」教界家長痛心
恒管學生會長煽暴 校長：宣示政見不恰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港大、教大及

中大的學生會「獨」會長接連騎劫開學禮，

播「獨」煽暴抹黑國家，恒生管理學院亦難

逃魔掌。恒管學生會會長李翔鵠昨在開學禮

上宣稱特區政府「以言入罪」、「打壓『香

港民族黨』」，意圖走暗「獨」路線。恒管

校方及多名學生都批評，李翔鵠在開學禮上

宣揚個人政治立場並不合適，是將自己的政

治立場強加在新生身上。教育界及家長對各

大專院校開學禮接連出現學生會會長向新生

宣揚「港獨」的情況感痛心，建議教育局及

家長要多加注意，避免其他正當的年輕人被

「獨」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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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派」經常口口聲
聲話「為香港」，但他
們只要掌握到哪怕只是

小小的權力，就打壓不同意見者，連「自己
人」也不會例外。近年屢次借「學術討論」
大肆播「獨」的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
苑》最近上演內訌鬧劇，僅得5人的編委會
竟分黨分派搞「小圈子」，導致兩名副總編
輯同時辭職。而《學苑》總編輯陳凱瑩向港
大學生會評議會交代事件時，更不忘「補
刀」，宣稱兩名副總編輯過去僅寫過兩篇
「常刊」文章，離任對出版沒影響。評議會

最終雖通過兩人辭職，但事件荒謬程度就連
會方都看不過眼，特意於備忘強調以人際關
係作為辭職理由並不恰當。

5人編委會因「小圈子」內訌
涉事的《學苑》編委會「皜」由5人組

成，包括總編輯、兩名副總編輯、一名新聞
編輯及一名專題編輯。他們在本年2月的周
年大選中順利當選，至今在半年間曾出版以
「彌留之城」為題的「常刊」，部分內容藉
着由反對派組織的「佔中」及旺角暴動的參
與者被判刑等，美化成所謂「爭取自由就必

有犧牲」，鼓吹學生不顧後果參與激進活
動。
其中，《苑論》一文更大肆散播極端言
論，聲言要「發起香港獨立戰」、「與中共
以死抗爭」等。
刊物出版後，隨即被教育界人士廣泛批

評，指責大學生刊登鼓吹「港獨」文章，對
社會毫無益處，令人失望。
香港大學學生會評議會第六次常務會議於

前晚（5日）召開，會上突然爆出《學苑》
編委會兩名副總編輯葉俊彥和鄧樂盈同時辭
職，理由均為「人際關係」導致。

香港文匯報翻查兩人辭職信內容，發現鄧
樂盈的講法相對隱晦，僅稱「感覺自己跟個
別成員的關係影響其進一步參與」；葉俊彥
則講得非常直白：「編委會存在『小圈子』
（coterie），導致溝通合作出現困難。」

總編「補刀」：半年只寫兩文章
評議會本欲邀請兩人出席會議現身說法，

惟兩人當晚均未應邀。《學苑》總編輯陳凱
瑩交代事件時稱，兩人只曾傳電話訊息交代
「Quit莊」，並未附帶其他理由。
在回應「小圈子」的質疑時，陳凱瑩稱，

人際關係應由雙方維持，而上莊的付出和收
穫成正比，雖然有人付出較多，有人付出較
少，但重點是對選民負責，更謂若兩人對編

委會的期望跟當初選民預期的期望未成正
比，辭職或者是對大家比較好的決定。
陳凱瑩最後不忘補充，兩人過去半年只寫

過兩篇「常刊」文章，相信他們辭任對《苑
論》出版沒有影響。

評議會批辭職理由不恰當
評議會最終以31票贊成，一票反對，兩

票棄權通過兩人辭職。有評議員事後要求加
入備忘，內容為「即使評議會仍會接納該等
請辭，評議會認為於全民投票或全民大會經
由選舉當選之人士，以幹事會或編委會之人
際關係為由請辭，而忽略個人應履行的職務
為不適當的行為。」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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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翔鵠對「港獨」避而
不談。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慶威 攝

■■恒生管理學院昨舉行開學禮恒生管理學院昨舉行開學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攝

李翔鵠日前曾大發厥詞，聲言會於開學禮講
「獨」，又稱恒管學生會支持「港獨」並視其為

香港「出路」。

疑煽動港青胡作非為
不過，他在昨日開學禮致辭時未有講「獨」，而是聲

稱警方「肆意曲解《社團條例》」，並「扼殺香港遊行
結社和言論自由」，又稱特區政府「打壓『香港民族
黨』」、「基本法已經成為政治打壓工具」云云。
他更危言聳聽地稱「當國家主權無限延伸的時候，未
來『以言入罪』或將成為常態」，又聲言「沒包袱和負
累的只有我們（年輕人）」，疑似要煽動年輕一代因
「沒包袱和負累」，便可胡作非為。

口說「唔清楚」又暗示支持
典禮後被質疑「縮沙」、沒在致辭提及「港獨」時，

李翔鵠首先稱：「『港獨』這個議題，老實講，我哋都
唔清楚……」但又暗示自己支持「港獨」，其邏輯異常
混亂，並對提問支吾以對，顧左右而言他。

何順文：「港獨」無討論空間
恒管校長何順文在開學禮後回應傳媒提問時強調，
「港獨」是毫不實際的東西，沒有討論的空間。他認同
言論自由是核心價值，但都需要有底線，「並不代表能
說很明顯是非法的事情。」
他認為，在談到不同主張時，都要顧及場合與他人感

受，而在開學禮討論相關主張並不適當。

學生會支持率不足一成
香港文匯報翻查資料，發現李翔鵠所屬的一屆學生會

代表性極低，今年4月當選時只得400多票支持，支持
率低於一成。

何漢權促教局規限言辭
教育評議會主席何漢權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
少數學生代表的「港獨」言論是「無情、無法、無理」
的行為，反映涉事的學生根本不明白「建國維艱」，對
中國的歷史欠缺思考，故對國家有敵視的態度。
他形容，有部分人試圖以所謂「言論自由」作為播

「獨」的擋箭牌，但毫無制約的「自由民主」，對有關
人等來說，就像一把利刃，惟有對歷史、對自身都欠缺
思考的人才會如此無法無天，以這把利刃斬斷國家與香
港血濃於水的關係。
何漢權認為，教育局有必要針對中小學及各大專院校

發出通告，要求學生在開學禮等莊嚴場合必須注意自己
的言辭。

關愛冰籲家長多關心子女
屯門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主席關愛冰認為，大學生應該
專注學業，將過多心力放在政治事情上並不適當。
她指出，出席入學禮者普遍都是較年輕的大學新生，而
比起中小學階段，家長已難以直接介入子女的校園生活，
希望為人父母者主動多關心多關注學校情況，有機會就與
孩子多溝通，互相交流意見，避免子女受「獨」害。
雖然涉事學生會會長作為學生代表發表不當「獨」言

論會帶來負面訊息，但關愛冰不擔心整體社會氛圍會大
受影響。
在她接觸的年輕人中，很多人「知道自己入讀大學的

目的是追求知識、學習做一個好人」，也有很多人明白
「港獨」不可行，他們均會獨立思考，不會被扭曲的言
論所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聲稱
反對「港獨」、卻以「言論自由」包庇
「港獨」分子的民主黨，其立法會議員
林卓廷和尹兆堅日前在英國與英國國會
議員、工黨前任影子外交大臣Cathe-
rine West會面，更要求對方關注借「自
決」搞「港獨」的黃之鋒、羅冠聰等人
被「打壓」的情況，對方則聲言會「為
香港人發聲」。香港政界批評反對派暗
撐「港獨」，更頻頻到訪外國「告洋
狀」，圖勾結外國勢力包庇「港獨」，
干預屬於中國內政的香港事務，嚴重損
害「一國兩制」，出賣香港利益。

林卓廷尹兆堅圖勾結外力
林卓廷和尹兆堅日前抵達英國，聲言

要「調查」前特首梁振英收取UGL
5,000萬元的事件，與Catherine West

會面。
尹兆堅聲稱，對方十分關心香港近年
「被越趨打壓」，特別提到香港年輕參
政人，包括羅冠聰、黃之鋒以至其他反
對派中人，並詢問有關情況，最後答應
會於不同場合「為香港人發聲」。

盧瑞安：立會議員違誓可被DQ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昨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批評，反對派對「港獨」
態度曖昧，口口聲聲不支持「港獨」，
實際卻處處包庇「港獨」派和「自決」
派，甚至勾結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事務，
製造事端，「相信再搞落去，香港將會
永無寧日。」
他強調，中央政府已經表明對「港

獨」是「零容忍」，反對派卻「鋌而走
險」，到外國「告洋狀」，出賣香港利

益，破壞「一國兩制」。他促請特區政
府對「港獨」及包庇「港獨」的行為加
以譴責。
盧瑞安更警告，立法會議員曾宣誓支

持「一國兩制」和擁護基本法，如果他
們的所作所為有違當初的誓言，有可能
會喪失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何啟明：無風起浪撈政治油水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批評，林卓

廷和尹兆堅此舉是無風起浪，藉事件引
起外界關注，撈政治油水。他強調以立
法會議員的身份到訪外國，應該謹言慎
行，一旦引起外交風波，後果將不堪設
想。
何啟明更批評，Catherine West只單

方面聽反對派的片面之言就妄下判斷，
並強調全世界國家都主張反分離主義，

質疑對方是雙重標準：「其他國家沒有
對蘇格蘭獨立一事指點，英國卻試圖干
預中國內部事務。」

陸頌雄：姑息養奸 令人不齒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指出，「自

決」派和「港獨」派進行違法行為，特
區政府是依法辦事，對違法行為嚴正處
理，「何來『打壓』之說？」
他批評反對派對「港獨」姑息養奸，
不但沒有予以譴責，反而以「言論自
由」、「新聞自由」包庇「港獨」分
子，行為令人不齒。
陸頌雄質疑，Catherine West只聽取

一面之詞，就聲言要「在不同場合為
香港人發聲」，實則是為「港獨」推
波助瀾，干預香港事務以至中國的內
政。

外交公署批英干預港事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英國
政府昨向國會提交最新一期的所謂《香
港問題半年報告》，聲稱基本法和《中
英聯合聲明》所保障的高度自治、權利
自由正面臨威脅，又聲言香港的權利和
自由、特別是「討論獨立」的自由承受
壓力。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發言人強
調，「港獨」嚴重違反中國憲法、基本
法和香港特區有關法律，嚴重損害國家
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根本不屬於言論
自由範疇，並要求英方停止對香港事務
指手畫腳，停止干預中國內政。

外相報告：「港獨」不合乎現實
英國外相侯俊偉在報告中稱，香港

「一國兩制」整體運作良好，但聲言香
港受基本法及《中英聯合聲明》所充分
保障的高度自治、權利與自由「正持續

面臨壓力」。
同時，他聲稱英方一向認為「港獨」
既不合乎現實，亦非理想選項，但表達
自由、言論自由與學術自由，「始終是
受到基本法及《聯合聲明》所保障的權
利。」

要求英方停止指手畫腳
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昨回答記者提

問時表示，香港回歸以來，「一國兩
制」和基本法得到切實貫徹落實，香港
繼續保持繁榮穩定，居民享有比歷史上
任何時候都更廣泛充分的民主權利和自
由。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發言人強調，「港獨」嚴重違反中國
憲法、基本法和香港特區有關法律，嚴
重損害國家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根本
不屬於言論自由範疇。中央政府對「港

獨」零容忍，絕不姑息。
發言人要求英方正視香港已經回歸

祖國的現實，正視香港居民言論自由
等權利依法得到充分保障的現實，停
止發表所謂《香港問題半年報告》，
停止對香港事務指手畫腳，停止干預
中國內政。

言論自由不能僭越國安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會長吳秋

北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英
方的說法毫無根據，抹黑「一國兩制」
和基本法，居心叵測，呼籲英國停止插
手、干預中國內政，破壞雙邊關係。
他並批評香港的反對派經常到外國

「告洋狀」，勾結外部勢力，暗中包庇
「港獨」，蓄意干預香港事務，並非真
心為香港謀福祉。

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強調，香港「一
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運
作良好，而「港獨」主張是試圖分裂國
家，破壞「一國兩制」，而言論自由是
有規範的，不能僭越國家安全。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指出，外國

勢力的政治策略是要令中國「自亂」，
不斷培養「代理人」，令「中國人打中
國人」，他呼籲香港市民以國家為重，
以免讓外部勢力有機可乘。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批評，英方

的言論旨在抹黑「一國兩制」，有預謀
地介入香港事務，並強調即使是聯合國
都有對言論自由界定相當限制的，包括
不能影響公共秩序，而「港獨」是在挑
戰中央和特區政府的底線。
他對對英方的做法感到遺憾，認為英

方不能包庇「港獨」。

香港文匯報記者就
李翔鵠的致辭訪問了
多名恒管新生，他們

都批評李翔鵠的言論不恰當。
就讀應用及人本計算學新生Harry

認為，學生會會長在開學禮上談及
「民族黨」有「踩場」之嫌，在莊嚴
的開學典禮論及這個話題不太合適。
恒管工商管理新生Sam亦不認同學

生會會長於開學禮的言辭，認為李翔
鵠於開學禮發表個人政治主張，新生
被迫接收單方面資訊，其實是強加其
政治立場於新生身上。

會長絕不代表我
恒管工商管理

的新生馮同學表
示，會長的政治
取態過於直接和
露骨。
而恒管會計系

三年級的學生錢
同學認為，自己
沒投票選學生
會，該會長絕不
能代表自己的看
法。若有機會投
票的話，她會選
擇一名立場不偏
激的學生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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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成網民反對開學禮講「獨」
據「經濟通×晴報」聯合舉辦的網

上民調發現，截至昨晚 11時，在
2,209名參與者中，有87%認為大學
生在開學禮致辭時談及「港獨」並不
恰當（圖），認為恰當者僅10%。
同時，有80%認同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譴責有大學學生會在開學禮發表
「港獨」言論，不認同的有17%。

■Harry

■Sam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